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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铁发生追尾事故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9月27日， 国
务院召开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全面动员和部署 “十二五” 节能减排工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重要讲话， 他强调， 要
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认识节能减排的重大意
义， 全面落实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下
更大决心、 花更大气力， 打赢节能减排持久
战和攻坚战， 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
社会。

温家宝指出， 当前， 节能减排形势还相
当严峻。 必须充分认识节能减排的极端重要
性和紧迫性， 增强忧患意识、 危机意识和责
任意识， 全面落实 “十二五” 节能减排综合
性工作方案， 务求取得预期成效。

温家宝提出五点要求： （一） 着力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节能减排。 （二） 坚持
以 科 技 创 新 和 技 术 进 步 推 动 节 能 减 排 。
（三） 完善节能减排长效机制。 （四） 加强
节能减排能力建设。 （五） 推进重点领域节
能减排。

温家宝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节能
减排作为促进科学发展的硬任务， 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硬举措，考核各级干部的硬指标。
要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企业节能减排的责
任。严格监督检查，对节能减排指标实行年度
考核， 接受社会监督。 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
动，加强舆论监督，尽快形成政府为主导、企
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局面。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 廖雷）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胡锦涛27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 内阁总理崔
永林。 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胡锦涛说，近年来，中朝关系不断取得新
进展，两国政治交往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富
有成效。 中朝友谊凝聚着两国几代领导人的

心血，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把
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是我们共同的
历史责任。中国党和政府高度珍视中朝友谊，
本着“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
作”的精神，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
发展，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我们愿同朝方
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战略沟通， 扩大互利合
作，共同维护和促进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稳

定和发展，以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崔永林说，在两国元首亲自关心下，朝中

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发展。 不断
巩固、发展朝中传统友谊，推进互利合作是朝
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朝方愿同中方
携手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在谈到朝鲜半岛形势时， 胡锦涛说， 通
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半岛有关问题， 实现半

岛无核化，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符合各方共
同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 中方支
持朝方为缓和半岛局势、 改善外部环境作出
的积极努力， 相信朝方能够把握当前有利时
机， 推动半岛形势进一步向好的方向发展。

崔永林说， 实现半岛无核化、 维护半岛
和平稳定是朝方的一贯立场， 朝方主张无条
件重启六方会谈。

胡锦涛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 内阁总理崔永林

中朝共同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9月27日， 一名伤者被送至上海瑞金医院接受救治。 新华社发

温家宝强调
全面落实节能减排方案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从公安部
获悉， 今年国庆期间国内旅游人数预计将达3
亿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20%。

据了解， 公安部日前已对国庆期间道路交通
管理工作进行专门部署。国庆期间，设在省际交界
处的交通安全服务站将加强对客运车辆， 特别是
中长途旅游车辆的检查登记， 防范客车超员和违
法搭载，切实消除安全隐患，预防事故发生。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前夕， 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总装备部副部长
牛红光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接受了记者采
访， 介绍了天宫一号/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
务有关情况。

将与神舟八号、九号、十号对接
天宫一号飞行的主要任务是， 为实施

航天器空间交会对接飞行试验 、 突破和
掌握航天器交会对接技术 ， 提供交会对
接目标 。 初步建立长期在轨独立运行 ，
短期有人照料的载人空间试验平台 ， 进
行航天员空间驻留试验 ， 为空间站研制
积累经验 。 进行空间环境和空间物理探
测 、 空间科学实验 、 航天医学实验 、 空
间技术试验。

发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后， 将依次
发射神舟八号、 神舟九号、 神舟十号飞船
与其进行交会对接， 其中， 神舟八号飞船
不载人， 神舟九号飞船是否载人， 将根据
神舟八号任务评估情况决策， 神舟十号飞

船执行载人飞行。

我国至今寿命最长低轨飞行器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是全新研制的载人

飞行器， 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低轨道飞行器中
寿命最长的，可以说是个简易的空间实验室。

天宫一号采用实验舱和资源舱两舱构
型，全长10.4米，舱体最大直径3.35米，起飞
重量8.5吨，设计在轨工作寿命2年。 其中实
验舱可供2至3名航天员驻留，前端安装被动
式对接机构， 用于支持与飞船实现交会对
接；资源舱为目标飞行器提供动力能源。

发射目标飞行器的长征二号FT1火箭在
原长征二号F火箭基础上 ， 新研制了直径
4.2米的整流罩， 对助推器、 控制系统和故
障检测系统等进行了改进， 提高了运载能
力和入轨精度。 火箭全长52米， 起飞重量
493吨， 运载能力8.6吨。

天宫一号发射计划调整
不影响神八发射及对接

从6月中旬开始 ，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

器、 长征二号F T1火箭等飞行产品陆续进
入发射场， 进行发射场区各项测试工作。

8月18日， “实践十一号04星” 发射失
利， 由于发射天宫一号的长征二号F火箭与
发射失利的长征二号丙火箭为同一系列 ，
出于安全考虑， 任务总指挥部决定对天宫
一号发射计划作相应调整， 暂停了发射场
的有关测试工作。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迅即成立了火箭故
障调查委员会和故障审查委员会 ， 研制
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所有专家 ， 夜以
继日地开展了数据分析 、 计算仿真和试
验验证工作 ， 查明了故障原因 ， 对包括
天宫一号发射任务在内的同系列火箭进
行了举一反三和改进 。 9月19日 ， 经过改
进的长征三号乙火箭成功将 “中星 1A”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 也证明了这次改进
措施有效。

从目前情况看， 这次天宫一号目标飞
行器发射计划调整到9月底实施， 不会影响
11月初神舟八号飞船发射和首次交会对接
试验的计划安排。

（据新华社酒泉9月27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 邹伟
王立武） 记者27日从公安部获悉， 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和司法部日
前联合发布通告， 在逃犯罪人员2011年12月
1日前向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
监狱或者所在单位、 城乡基层组织等有关单
位、 组织投案自首，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
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犯罪较轻的，
可以免除处罚。

公安部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 犯罪人
员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函 、 电
报、 电话等方式投案， 本人随后到案的， 或
者仅因形迹可疑被司法机关或者有关组织盘
问、 教育后， 主动交代自己尚未被司法机关
发觉的罪行的 ， 视为自动投案 ； 经亲友规
劝、 陪同投案的， 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
罪人员送去投案的， 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人
员有检举、 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经查证属实
的， 以及提供重要线索， 从而得以侦破其他
案件， 或者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
人员等立功表现的， 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 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可以依法减轻或
者免除处罚。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的， 司法机
关将依法从严惩处。 窝藏、 包庇犯罪分子，
帮助犯罪分子毁灭、 伪造证据的， 将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鼓励、 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积极
举报在逃犯罪人员， 动员、 规劝在逃犯罪人
员投案自首 ； 对威胁 、 报复举报人 、 控告
人，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牛红光解读天宫一号空间对接任务

新华社记者 李清华 徐壮志 赵薇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国家海洋局27

日公布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环境
监视监测情况显示， 9月26日， 油田仍有油
花、 油带， 当日溢油量约为3.14升。

根据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开展的蓬莱
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环境监视监测，26日，
C平台附近有油花溢出， 最少每分钟6个，最
多每分钟112个，当日溢油量约为3.14升。

公检法司
联合敦促在逃人员自首

蓬莱油田还在溢油

9月26日，首届广州国际灯光节开幕。 图为
当天拍摄的珠江两岸灯光夜景。 新华社发

预计3亿人次国庆出游
公安部严查客车超载

甘肃通报天定高速质量问题
据新华社兰州9月27日电 新华社 《87亿建

高速路 通车半年就大修———甘肃省天定高速
公路 “质量问题” 调查》 一稿26日播发后， 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 甘肃省政府新闻办27日上午
就此召开新闻发布会， 省政府副秘书长武志斌
通报了天定高速坑槽病害情况， 表示将成立工
作组进一步深入调查。

据武志斌介绍， 天定高速公路路基工程于
2007年10月开工建设， 路面工程于2009年10月
进场施工。 今年6月下旬，天定项目办在工程质
量缺陷责任期例行巡查时， 发现全长52.9公里
的路面1标出现严重沥青路面坑槽病害，主要集
中在该标段K131＋100———K162＋100约31公里
路段内。 对此，甘肃省将成立工作组，进一步开
展深入调查，结果将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天宫一号将先后对接3艘神舟

据新华社上海9月27日电 27日下午14时
51分， 上海地铁10号线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
故。 截至27日晚上19时， 已有271人到医院
就诊检查 ， 目前没有危重伤员 ， 无人员死
亡。 事故发生后， 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
重视， 各相关部门迅速采取紧急措施救治伤
员。 目前， 事故调查组已经成立。

当天下午14时10分，上海地铁10号线因信
号设备发生故障， 交通大学站至南京东路站
上下行期间采用人工调度的方式。 14时51分，
在豫园往老西门方向的区间隧道内发生了5
号车追尾16号车的事故。 公安、消防、安监、交
通、卫生等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救治
伤员疏散乘客，并防止次生事故发生。

追尾事故发生后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 上海市委副书
记、 市长韩正等迅速赶往事故现场和收治伤
员的医院， 了解情况， 看望伤员， 作出工作
部署。

韩正指出， 必须严肃态度， 彻底查明事
故原因。 要组织各方专家参与调查， 每一个
环节都不能放过、 每一个环节都要查清。 要
以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 滚动、 及时公开
信息， 让群众知情。

目前， 上海市已经成立由市安监局牵头
的调查小组， 由上海市建交委、 交通港口局
等部门以及独立第三方参加， 下设专家组、
综合组、 技术组、 管理组。 同时， 上海市交
通港口局牵头， 会同申通地铁集团等单位，
做好事故的后续善后工作。

据了解， 到医院就诊检查的271名乘客
中， 已经有180人出院， 61人住院治疗。 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发生追尾事故的上海地
铁10号线已经在27日晚间逐步恢复运营。

■271名乘客就诊，61人住院治疗，无人员死亡
■事故前，信号设备发生故障，采用人工调度


